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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上过三年学，却成了“女秀
才”；没摸过摄像机，却成了“大
导演”，这就是江北甬江街道草根
艺术家乌月琴。

今年 83 岁的乌月琴，出生在
甬江街道河东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父母还
是让她上了三年学。退休 20 多年
来，她凭着对艺术的热爱、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自编自导了上百部作品，并带领一
群老人，在宁波周边地区义务演出
500 多场，成了村民心中的“大明
星”。“以前很多人的想法是退休后
吃得饱、穿得好，有空出去旅游，
现在我们老年人的观念不一样了，
要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乌
月琴表示。

去年，宁波“剿灭劣Ⅴ类水”
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乌月琴也想
出一分力。“我只会唱戏，所以就
想通过戏曲的形式，号召更多的村
民加入进来。”之后，融合了甬剧
和越剧元素的表演唱《同心协力治
劣水》便与村民见面了，不仅让村
民明白了剿劣的重要性，知晓了与
剿灭劣Ⅴ类水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让他们了解了政府的相关政策及
措施。

无独有偶，在北仑，乡贤钱树
德也同样在发光发热。从教师岗位
退休后，钱树德组建老年民乐团，
担任基层宣讲员，用一个个生动的
故事传承着乡愁文化。“虽然人老
了，但我的心态依然年轻！”钱树
德是北仑多个村、社区特聘讲师，
在假日学校、老年电大等多个基层
教育平台免费授课，同时也义务担
任北仑几家文化礼堂的顾问。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钱树德仍
坚持到文化礼堂担任义务宣讲志愿
者，像上班一样准时，风雨无阻。
他孜孜不倦地传播着本土文化，受
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进一
步扩大基层宣讲的覆盖面，贴近老
百姓的生活习惯，钱树德还登上银
屏，做了北仑电视台方言故事栏目

“山海经”的主持人，用方言讲述
传统家风家训故事和发生在身边的
好人好事。

在宁波，这样的“草根领袖”
不在少数，他们把新理念播撒出
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和鼓
励更多老年人追求精神生活。

“草根领袖”引领——

更新养老观念，实现自我价值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
需求分成五大类：生理的需求

（衣食住行等）、安全的需求、感
情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五大需求从
低到高依次排列。人步入老年，
缺人陪伴、“圈子”缩小……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产生精神焦虑。对
于他们来说，养老，不仅仅是物
质上的满足、生活上的安定，更
需要获得人格尊重、情感支持和
心理慰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
长物质生活需求会衰减，精神生
活需求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
升。当下各地老年大学一座难求
的状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宁波是个经济发达地区，包
括农村老年人在内，物质生活已
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是精神
方面的关爱需求，而现阶段精神
养老的发展还没有跟上物质水平
的发展。

精神养老，首先是老有所
学。最近莫志蔚老人想捐十架公

共钢琴的新闻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莫志蔚老人是 71 岁才开始到宁波
电大社区大学学弹钢琴的，这也是
老人对“享受学习、快乐人生”美
好生活的追求。老有所学一方面可
以满足老人再教育需求，另一方面
能在学习中交往、结识其他志同道
合的老年朋友，丰富老年生活，补
偿老年人退出社会舞台的失落心
理，使得生活与精神有寄托。其次
是老有所乐。除了在家里享受“含
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外，各级组织
还要多提供平台，让老人经常参加
文体活动，享受琴棋书画的休闲之
乐、跳舞表演的文艺之乐等。再次
是老有所为。鼓励、支持、引导老
年人利用一技之长，在志愿服务的
舞台上发光发热，实现自我价值。

老年人，即使身体不能自理，
精神需求仍然是必须的。关注老年
人的精神生活，固然需要子女的付
出，但同时还要靠社会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这样才能让老人晚年生活
更幸福。 （李国民）

精神养老
让老人晚年生活更幸福

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
出，并呈现来势猛、速度快、程
度高的态势。

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 2.41 亿人。到 2030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
人口的 20%，预计到 2050 年每 3
个 中 国 人 中 就 有 一 个 超 过 65
岁。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增长
基 数 和 增 长 速 度 都 创 历 史 新
高。农村人口加速老龄化，将
是今后我国社会新常态，更是
我国基本国情。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调查

报告 （2018）》显示，我国老年人
口变动趋势蕴含着整体向好的新变
化；老年人健康状况整体改善；老
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社区
老龄服务需求旺盛；城乡老年人幸
福感显著提升，老年人闲暇生活更
加注重品质和时尚等。

不过，报告也指出，当代中国
老年人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包括老
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
程度持续加深；收入水平总体不
高，因老返贫、因病致贫风险较大；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较多，
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宜居建设
滞后、全民对老年期生活准备不
足，等等。 （厉晓杭 整理）

农村人口
加速老龄化已成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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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龄化加剧，养老需求日
趋多元化，而且缺口较大。尤其在
农村地区，仅靠传统的居家养老服
务，已经满足不了居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精神养老半径”
急需扩展。

针对孤寡老人、困难老人等群
体，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项目。比如针对农村行动困难老
人，北仑梅山街道梅东社区开展

“小院暖桑榆”项目，构建起老年
人关爱网络。

“党员义工们不仅为老年人提
供剪指甲、陪聊、理发等上门关爱
志愿服务，还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
们走出家门，通过参加小院暖心故
事会等各类活动，让他们重新回归
邻里圈。”梅东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主任韩建华表示。

搭建平台，为老年人提供新的
精神空间。北仑郭巨东港社区的弄
堂里有间小茶室，每天来这里“打
卡”的居民络绎不绝。在养生室成
立之前，老人跟着太阳走，是郭巨
街头常见的现象之一。“茶室开起
来后，来茶室聊天喝茶的老年人越
来越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别提
多热闹。”今年 64 岁的张阿伯说，
来茶室的大部分老人是空巢老人，
子女不在身边，有了茶室后，大家
聚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

如今在养生茶室内，有不少人
在下象棋、练书法、唱戏曲，街道

和社区还会通过弄堂宣讲队宣讲等
多种形式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治理
和民主协商，发挥余热。

“文化礼堂+”，也成为农村精
神养老的新阵地。2000 余平方米
的开放空间内，分布着书画室、篮
球场、健身房、游泳馆、瑜伽室等
10 余 个 个 性 化 功 能 区 块 ， 这 是

“高大上”综合型的回龙村文化礼
堂令人惊艳之处……数据显示，鄞
州区至今已建农村文化礼堂 110
家，覆盖率超过60%。伴随农村文
化礼堂的建成，一批批草根文化队
伍也在不断形成与发展。为了破解
服务资源供给不充分、不精确的难
题，鄞州区通过“部门合力”“名
家助力”等方式，从“输血”到

“造血”，提升服务质量。去年，政
府与社会力量携手向全区农村文化
礼堂提供了 10 大类、28 小项、累
计 1742 场次的活动供给，服务群
众31万人次。

慈城镇则整合农家书屋、文化
宫、“春泥计划”活动室等功能，力
求把文化礼堂建成集学教型、礼仪
型、娱乐型、长效型于一体的农村
综合性文化服务阵地。

宁波文化礼堂建设顾问团特聘
顾问陈万丰认为，作为农村的精神
文化坐标，文化礼堂在农村精神养
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把礼堂用
好、用活，有助于更多农村老人走
出家门，融入新时代的乡村生活。

需求更加多元化——

“精神养老半径”急需扩展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
香两岸……”悠扬婉转的歌声从北
仑小港渡头董社区的一间教室内传
了出来，40 余名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兴致勃勃地学唱歌曲《我的
祖国》，台上台下互动不断，气氛
热烈。

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学生都是
头发花白、平均年龄在 65 岁以上
的老人，从最初的识字扫盲，到学
习使用手机，再到上音乐课等各类
课程，老人们在社区开办的“老少
学堂”接受基础教育已有两年半
了。

“我们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农村
社区，居住的大部分是老年人，不
识字的老人比较多，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有很
大的需求。”渡头董社区党支部书
记郑蕾告诉记者，三年前，一位老
人偶然向她提起，暑假社区为孩子

们开办了假日学校，能不能给老年
人也开个学习班，活了一辈子没上
过一天学，想出趟门却连路牌也不
认识。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郑蕾，
她决心开个老年识字班，帮这些

“求学若渴”的老人扫扫盲。
“年轻的时候没赶上好时候，

没 能 好 好 学 习 ， 这 会 儿 得 珍 惜
啊！”学员丁订香说，自“老少学
堂”开课以来，她风雨无阻，一堂
课都没有落下，生活非常充实。

优秀的乡土文化积淀着民间大
众牢固深厚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
属。近年来，我市各地不断创新活
动载体，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慈城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一大批“民间高手”分散在全镇的
各村、各社区，聚合成了近百支各
具特色的文艺团队。从 2017 年开
始，慈城镇创新开展“拾”村文化
汇十堂巡演活动，根据各村特有的

乡土文化复兴——

创新活动载体，打造“精神乐园”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老有所用、老有所为

多方合力
扩展农村“精神养老半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仍然是可以有作为、有
进步的人生阶段。

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发生了
变化。在宁波农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日益增多，“养儿防老”
这种传统观念也开始逐步瓦解。相比城市丰富的公共文化资
源，农村精神养老相对匮乏，也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

精神养老，更注重对老人的情感慰藉和人格尊重。当
前，我市各地正在不断探索精神文化活动载体，让农村老人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老有所用、老有所为，鼓励老年人
发光发热。

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罗秋玲 支倩君

历史文化、村情村史、民风民俗，
注重打造主题鲜明的文化汇演活
动，满足了农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
需求，在当地反响强烈。

拥有 800多年历史的半浦村有
着令人惊叹的人文历史及建筑景
观。慈城镇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
骨干成员充分挖掘半浦村先贤文化
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将他们搬
上大舞台，举办以“重拾古村落文
化”为主题的巡演活动，让老年村
民清楚自己的文化家底，重树对历
史的敬畏感。

北仑梅山岛地处偏远，江梅社
区调研发现，社区里居住的老人，
多为洗脚上田的农民，有部分老人
甚至没有出过梅山岛，精神生活极

度 匮 乏 。 社 区 根 据 实 际 ， 开 展
“乐享桑榆”老年人老有所乐项
目，定期组织 60 岁以上老人参观
康达洲际医疗产业园、宁波大学
梅山校区、梅山港码头，亲身体
验梅山建设丰硕成果。该社区还与
宁波大学梅山校区、梅山海事等
单位共同组建“青春伴夕阳志愿
服务队”“青享公益”等志愿服务
队伍，带社区老人体验高科技产
品、坐船环绕梅山湾、包粽子传
承非遗文化等，拉近社区老人与
青年党员之间的距离，让老人走出
梅山，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居民
张维志说：“没想到我在迟暮之年
还能走出去，看到宁波巨变，不留
遗憾了。”

江 北
慈 城
镇 创

新开展
“拾”村
文化汇十

堂 巡 演 活
动 ， 鼓 励 村

民自导自演，
展示独特风采。

（徐烽 厉晓杭 摄）

北仑小港谢墅社区老年旗北仑小港谢墅社区老年旗
袍队正在袍队正在樱花下走秀樱花下走秀，，展现了展现了
新时代农村生活的风貌新时代农村生活的风貌。。

（（厉晓杭厉晓杭 支倩君支倩君 摄摄））


